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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SZ CHING JESSICA KO 高子澄
轉自加拿大學校
布魯克大學(計算機科學)
香港浸會大學(科學)
入讀香港城市大學（建築）

TSZ WAI NG 吳芷蔚
來自香港中華基督教青年會中學
新西蘭奧塔哥大學(健康科學)
勞里埃大學(傳媒學)
瑞爾森大學(酒店與旅遊管理)
入讀約克大學(人文與哲學)

CHI SENG PUN 潘梓城
來自 澳門粵華中學
入讀約克大學(社會學)

IAT FEI KUAN 關逸飛
來自澳門聯國學校
香港中文大學(工程學)
渥太華大學(計算機工程)
入讀英屬哥倫比亞大學(應用科學)

SEE WAN CHAN 陳施允
來自香港何東中學
麥克馬斯特大學(醫學放射科學)
韋士敦大學(科學與生物科學)
渥太華大學(健康科學)
入讀皇后大學(健康科學）

YAT CHUNG WONG 黃溢聰
來自香港基督教崇真中學
約克大學(社會科學)
布魯克大學(社會科學)
勞里埃大學(社會,文化和環境)
入讀多倫多大學(社會科學)

CHIU TUNG LILIAN HO 何鍫彤
來自香港天主教郭得勝中學
布魯克大學(婦女研究/性別研究)
入讀勞里埃大學(傳媒研究)

LOK SAN WONG 黃樂燊
來自香港鄧鏡波書院
入讀辛力嘉學院(時裝管理)

“  對多倫多大學來說， 無論是在
加拿大, 還是在世界範圍內，哥
倫比亞國際學院是我們在全球的
最大生源。 他們不是之一, 而是
唯一。 所以說, 哥倫比亞國際學
院在多倫多大學的影響力巨大, 
我們以此為傲。”

“ 你做了一個非常好的選擇來
到哥倫比亞國際學院學習。根據
我們掌握的大量資料顯示，事實
的確如此 - 這是一所出類拔萃的
學校。 哥倫比亞國際學院是滑鐵
盧大學在全球範圍內的最大生源
之一, 不單指國際學生,而是指所
有學生的最大生源。 ”

Ken Withers
多倫多大學入學部總監

Andrea Jardin 
滑鐵盧入學部副教務長

“自1996年始，麥克馬斯特大學已
與哥倫比亞國際學院緊密合作，締
結漢密爾頓教育聯盟，並為哥倫比
亞畢業生特設年度獎學金。 
2009年,我們進一步加強合作, 為
所有達到麥克馬斯特大學錄取要求
的哥倫比亞畢業生提供錄取保障。”

多倫多大學 滑鐵盧大學

201�畢業生來自全球各地區

台灣
YI-SHU TSENG
多倫多大學 

（社會科學 ）

贊比亞
BATOUL DIAB 
特倫特大學
(心理學）

乌干达
GLORIA NEEMA MIANITSE
卡爾頓大學

（公共行政）   

美國
MARYAM AMANI YAHYA
萊斯特大學

（犯罪學/法律研究）

越南
DUC NGHIA LE
多倫多大學
羅特曼商學院

土耳其
MELIKE IDIL CELIK
倫敦國王學院

（法律）    

烏克蘭
RUSLAN AKHUNDOVY
約克大學

南韓
BOMIN JEON
滑鐵盧大學

（數學）

坦桑尼亞
MALAIKA RICHARD MAZULA
卡爾頓大學
(榮譽學士學位)    

委內瑞拉 
MIGDALIA ISABEL ROVIRA 
喬治敦大學 

（國際關係）     

南非
AMMA OTWE TETTEY
多倫多大學 

（管理與國際業務）

新加坡
XINYI TAN
瑞爾森大學

（酒店與旅遊管理）

卡塔爾
Divine Ofonime Emem
特倫特大學
(社會工作）

塞拉利昂
ANTHONETTE SIERAH KOROMA 
特倫特大學
(社會工作）

沙特阿拉伯
MD RABIN AHMED 
安省理工大學

（機械工業）       

馬來西亞
YI TING LOH
渥太華大學
(土木工程 ）

俄羅斯
VERA FRANTSEVA 
多倫多大學
羅特曼商學院

尼日利亞
ANJOLA OMOWONUOLA OLUFOWOBI
卡爾頓大學

（生物醫學機械工程）

巴基斯坦
MUHAMMAD K. KHAN 
倫敦大學學院

（項目管理）

墨西哥
CARLOS BARRERA
渥太華大學
  

澳門
IAT FEI KUAN
英屬哥倫比亞大學

（應用科學 ）

肯尼亞
KOLENE LAMIZANA 
卡爾頓大學

（認知科學)

哈薩克斯坦
AISANA ASSANOVA 
瑞爾森大學

（護理）

日本
Michelle Yeboah Yabe
約克大學
(人權與人類學)         

牙買加
DOMINIC HUGH WILLIAMS
渥太華大學

（健康研究）

伊朗
HEDIYEH ZOHOURIAN SAJAD 
麥克馬斯特大學

（生物技术）       

印度尼西亞
VANESSA VALENTINE LAURENTZ 
英屬哥倫比亞大學       
(科學）

香港 
MAX CHAM FAN TANG
香港中文大學

（酒店和房地產管理）

加納
MELISSA AKUA ANSABA SAM 
華威大學

（法律）

埃及
TONY BASSEM PHILIP WASFI PHILIPS
約克大學 
舒立克商學院

中國大陸
ZHIBAO ZHAN
英屬哥倫比亞大學 

（應用科學 ）

加拿大
STEPHANIE SOMTOCHUKWU EZIKE
多倫多大學

（社會科學 ）

巴西
ALINE UCHOA BOGHOSSIAN
多倫多大學
(心理學)     

貝寧共和國
SORLOUM RAISSA AMAH
卡爾頓大學
(榮譽學士學位)

巴哈馬
SANCHEZ CHARLES STUART JOHNSON
約克大學

阿塞拜疆
GOLRIZ YOUSEFZADEH KHAMENEH
約克大學
(心理學)

Melissa Pool
麥克馬斯特大學教務長

麥克馬斯特大學

加拿大校址：
1003 Main Street West, Hamilton, Ontario, Canada L8S 4P3
電話 : 1-905-572-7883 | 傳真 : 1-905-572-9332
電子郵件 : columbia@cic-totalcare.com
網址：www.cic-TotalCare.com

香港校務處：
香港灣仔港灣道6-8號瑞安中心16樓1612室
電話： 852-2868-4222 | 傳真 ： 852-2530-3156
電子郵件： general@cic-totalcare.com.hk

了解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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畢 業 生 獲 頂 尖 大 學 錄 取 人 數

蟬 聯 加 拿 大 榜 首

大 學 入 學 獎 學 金 總 額  ： $ 7 0 0 萬 加 元

•	 多倫多大學
•	 麥克馬斯特大學
•	 滑鐵盧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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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UAN, KUNHAN

LAURA ARIAS FERNANDEZ
OLUWATOFARATI MOFOPEFOLUWA 

SOJI-OKUSANYA DARREN FEILIANTHO WIHANDI

多倫多大學

韋士敦大學

英屬哥倫比亞大學

多倫多大學

美國新澤西理工學院

英屬哥倫比亞大學

渥太華大學

滑鐵盧大學

多倫多大學

渥太華大學

麥克馬斯特大學

英屬哥倫比亞大學

渥太華大學

貴湖大學

英國倫敦帝國理工學院

QS世界排名 #8

美國明尼蘇達大學

最佳工程本科專業 #24

約克大學舒立克商學院

北美頂尖商學院

滑鐵盧大學 

QS世界排名 #268

錄取

錄取 錄取 錄取

獎學金總額	$10,000

錄取

TONY PHILIPS

麥克馬斯特大學

多倫多大學 - 
羅特曼商學院

約克大學舒立克商學院

北美頂尖商學院

獎學金總額	$11,500

MELIKE IDIL CELIK

英國曼切斯特大學

多倫多大學

英屬哥倫比亞大學

英國倫敦國王學院

QS世界排名 #33

錄取

獎學金總額	$17,000

獎學金總額	$26,000

MELISSA AKUA ANSABA SAM

多倫多大學

英國肯特大學

英國威斯敏斯特大學

英國利茲大學

英國華威大學

2019英國 #10

錄取

獎學金總額	$25,000

VERA FRANTSEVA

約克大學 - 舒立克商學院

多倫多大學羅特曼商學院

北美頂尖商學院
錄取

獎學金總額	$58,500

HEDIYEH ZOHOURIAN SAJAD

約克大學 

卡爾頓大學

渥太華大學

麥克馬斯特大學

2019年加拿大 #6

錄取

獎學金總額	$30,500

HA HOANG KHANH LINH

多倫多大學

滑鐵盧大學

約克大學

錄取

獎學金總額	$78,000

CARMEN LI

香港科技大學

QS世界排名 #32

麥克馬斯特大學

多倫多大學

約克大學 - 舒立克商學院

錄取

獎學金總額	$17,000

UCHOA BOGHOSSIAN, ALINE

韋士敦大學

麥克馬斯特大學

約克大學

多倫多大學

2019年加拿大 #1

錄取

獎學金總額	$142,500

獎學金總額	$231,760 獎學金總額	$37,500

麥克馬斯特大學

2019年加拿大 #6

2019年畢業生輝煌實證

MAX CHAM FAN TANG 鄧湛勳
轉自加拿大學校
瑞士愷撒里茲酒店管理大學(酒店和旅遊管理/
酒店業務管理雙學位)
瑞士酒店管理學院(國際酒店管理)
瑞士蒙特勒酒店工商管理大學(酒店管理)
瑞士格里昂酒店管理學院(國際酒店商務)
澳洲藍山國際酒店管理學院(酒店管理)
澳洲國際飯店管理學院(國際酒店管理)
南澳大學(旅遊與活動管理)
澳洲悉尼國際管理學院(酒店管理)
澳洲格里菲斯大學(旅遊與酒店管理)
入讀香港中文大學(酒店和房地產管理)
獎學金總額 	$133,300

ZIYIN FANG 方紫茵
來自香港基督教崇真中學
約克大學(商科)
布魯克大學(商業經濟學)
瑞爾森大學(會計與金融管理)
渥太華大學(人力資源)
入讀多倫多大學(商科)
獎學金總額 $27,000

CARMEN LI 李嘉雯
來自香港培正中學
多倫多大學(商科)(管理/帶薪實習)
麥克馬斯特大學(商業)
韋士敦大學(管理與組織學)
約克大學(商科)
約克大學舒立克商學院(商業管理)
英國愛丁堡大學(會計和商業)
英國倫敦大學學院(會計與金融)
英國華威大學(國際管理)
英國曼切斯特大學(國際商務)
香港大學(工商管理與法學)(雙學位)
入讀香港科技大學(商業管理)
獎學金總額 $17,500

CHUN TING POK 卜桭庭
來自香港浸會大學附屬學校王錦輝中小學
麥克馬斯特大學(數學與統計學)
韋士敦大學(科學與生物科學)
約克大學(物理學和天文學)
布魯克大學(物理)
入讀多倫多大學(計算機科學)
獎學金總額 $17,500

BEATRICE YUEN 阮慧然
來自香港啟歷學校
韋士敦大學(食品與營養學)
阿爾伯塔大學(食品與營養學)
瑞爾森大學(食品與營養學)
貴湖大學(營養科學) / 皇后大學(科學)
英國諾定咸大學(食品科學與營養)
薩斯喀徹溫大學(食品與營養學)
入讀多倫多大學(生命科學)
獎學金總額 $16,000

CHI WAH TONG 唐智鏵
轉自加拿大學校
多倫多大學(傳媒、文化與信息技術)
韋士敦大學(科學與生物科學)
渥太華大學(計算機工程)
約克大學(計算機科學)
英國愛丁堡大學(計算機科學)
英國倫敦大學學院(計算機科學)
英國布里斯托大學(計算機科學)
英國倫敦大學(計算機科學)
入讀滑鐵盧大學(數學)
獎學金總額 $13,000

SIN LAM KWOK 郭倩霖
來自香港聖芳濟各書院
多倫多大學(國際發展研究)
布魯克大學(媒體學)
瑞爾森大學(兒童與青少年)
入讀約克大學(地理與城市研究)
獎學金總額 $13,000

MAN WAI WOO 胡敏慧
來自香港寧波第二中學
約克大學(生物學) / 皇后大學(科學)
布魯克大學(生物醫學)
特倫特大學(法醫生物學)
瑞爾森大學(生物學)
安省理工大學(法醫科學)
湖首大學(護理)
入讀渥太華大學(眼科醫療技術)
獎學金總額 $11,000

KWAN HA CLAUDIA LAM 林君霞
來自香港聖士提反女子中學
約克大學(社會科學)
布魯克大學(心理學)
入讀麥克馬斯特大學(社會科學)
獎學金總額 $8,250

HIU SHAN ATHENA CHAN 陳曉珊
來自香港天主教母佑會蕭明中學
布魯克大學(會計學)
貴湖大學(會計學)
渥太華大學(經濟學)
入讀麥克馬斯特大學（商業）
獎學金總額 $8,750

YUECI ZHOU 周悅慈
來自香港世界龍岡學校劉皇發中學
韋士敦大學(科學與生物科學)
卡爾頓大學(科學-榮譽學位)
貴湖大學(科學-榮譽學位)
渥太華大學(生物化學)
入讀麥克馬斯特大學(生命科學)
獎學金總額 $10,750

CHUN WAI KAM 甘浚瑋
來自香港聖保羅書院
多倫多大學(商科)
麥克馬斯特大學(商業)
英屬哥倫比亞大學(管理學)
布魯克大學(會計學)
香港科技大學(商業)
英國雷丁大學(會計與金融)
英國埃克塞特大學(會計和商業)
英國伯明翰大學(會計與金融)
入讀英國利茲大學(會計與金融)
獎學金總額 $6,750

MEGAN LEUNG 梁洛慈
來自香港聖保祿學校
多倫多大學生命(科學)
多倫多大學(生命科學)
貴湖大學(動物生物學/動物心理學)
入讀多倫多大學(法醫學)
獎學金總額 $3,000

VALERIE CHING 莊淳迦
來自香港嘉諾撒聖瑪利書院
多倫多大學(社會科學與人類學)
多倫多大學(心理學)
滑鐵盧大學(休閒與休閒研究)
麥克馬斯特大學(社會科學)
約克大學(運動機能學與健康科學)
入讀多倫多大學(運動機能學與體育教育)
獎學金總額 $2,500     

TSZ YAN YEUNG 楊芷茵
來自香港優才書院
麥克馬斯特大學(社會科學)
約克大學(心理學)
布魯克大學(心理學)
瑞爾森大學(社會學)
入讀多倫多大學(社會科學)
獎學金總額 $1,000

CLEMENT CHUN TO NG 吳圳韜
來自香港拔萃男書院
麥克馬斯特大學(社會科學)
渥太華大學(地理）
入讀多倫多大學(社會科學)
獎學金總額 $750

KA PO CHEE 池家寶 
來自香港仁濟醫院王華湘中學
布魯克大學(心理學)
入讀約克大學(心理學)
獎學金總額 $500

CHEUK KEI CHAN 陳焯基
來自港澳信義會慕德中學
布魯克大學（商業)(傳媒)
勞里埃大學(傳媒學)
入讀瑞爾森大學(基礎課程)

JUNYAN WU 吳俊言
來自香港麗澤中學
美國馬薩諸塞大學洛厄爾分校(社會科學)
美國南加州大學(社會科學)
美國堪薩斯州立大學(社會科學)
入讀美國奧本大學(商業管理)

MAN TUNG CHU 朱曼彤
來自香港神託會培基書院
麥克馬斯特大學(人類學)
入讀多倫多大學(表演和戲劇)


